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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醫醫國、其次醫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歌有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

科學進步，日新又新⋯去年年底台北市市長爭霸在

充滿緊張詭譎多變的氛圍下大勢底定，柯文哲市長

以極少的差距贏得勝利，改變成真持續發生，醫師

一輩子能救治多少人，但擔任政府單位首長，則能

讓更多的人改善生活，使能充滿希望面對將來的社

會變化。

二零一八年牙醫界因法案意見分歧造成牙醫界

的紛爭對立，相互攻訐漫罵，甚至人身攻擊⋯但在
心境慢慢沈澱下來靜靜地思考一下，部長如果是非

牙醫甚至公衛西醫出身，法案條文是否會向牙醫界

傾斜？抑或讓其他醫事團體搶佔牙醫便宜？ 寧可讓
外人來決定牙醫界的未來，還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

手裏較佳？縣市長議員選舉大敗，執政黨為承擔敗

選責任內閣總辭以示負責，在新閣揆延攬下衛福部

長陳時中留任，牙醫界尚有時間仔細思考未來，古

代大禹治水，以疏導代替圍堵，我們能圍堵到什麼

時候？柯 P曾說台灣政黨政治已經變成幫派政治，
同黨做什麼壞事都掩護，不同黨做好事都會杯葛。

我們真的應該好好思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醫事人

員來輔助我們，讓我們能夠更有效率完善地執行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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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理事長　潘建誠 

療業務，來維護民眾的口腔健康，現有崗位上的從

業人員能否經由正式考選管道成為我們的好幫手， 
許我們牙助一個未來？

科學進步日新又新，人工智慧就像再一次工業

革命，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型態，有多少人的職位

會被取代，我們牙醫界受影響的範圍到什麼程度？

就像健保署與牙醫相關會議中就已經提到引進人工

智慧來審查，針對特異的申報模式主動發掘了解；

臨床方面是否未來牙技師被機器所取代？牙技師只

是操作機器的工作人員？ 數位掃描將結果直接無線
網路傳輸到千里之外全自動化的數位技工，短期間

內將成品完成用快遞或無人機送到診所，再由牙醫

師幫其裝戴？這些被取代的人們他們未來要怎麼樣

來取得工作，維持收入來達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在

全台灣最大型的大台北牙展中集結了國內外優秀的

牙醫相關器材設備廠商，並精挑細選多位國內外重

量級講師，在實體虛擬雙重感官刺激下定能帶給所

有會員醫師更多的啓發與滿滿的收獲。

祝所有會員醫師　金豬財旺凡事旺、人和事和

諸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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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猶如白駒過隙，不知不

覺中便又到了「2019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是廠商與牙醫師熱情相會的時候了。

  我們雙北牙醫公會與國際友會互動、交流十分
頻繁。韓國、上海⋯等友會的牙材展示與學術會場

上，都有交換攤位、與廣泛的學術論壇。除了要讓

「2019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躍上國際舞 台，
更要讓國際友會的醫師團體，見識到台灣牙醫界與

時俱進的學術水平、與牙展規模型態的大躍進。

雙會今年首次嘗試將晚宴及會員大會移至週六

舉辦。晚宴更是擴大規模邀請國際及兩岸姐妹會共  
襄盛舉，期待能給人耳目一新的盛況，敬請拭目以

待。

2019學術演講，邀請到國際級瑞士伯恩大學植
牙大師講師 Dr.Karim El Kholy 及荷蘭 Radboud大學
牙醫學系主任 Dr.Hugo De Bryun蒞臨大會，為雙北
牙醫師提供精彩絕倫的學術響宴。讓平日繁忙的醫

師們，不用出國也可以聆聽到國際級的演說，必定

能讓醫師們有滿滿的學術收穫。這樣難得機會實在

不能錯過，機會難求啊！敬請會員醫師，踴躍參加。

為了提升牙醫界的助理對臨床輔助工作內容，

更能駕輕就熟，大會更擴大規劃舉辦牙科助理班課

程，邀請到王俊勝醫師、劉必慧醫師、汪文琲醫師、

曾建福醫師、賴宜姍醫師、石伊弘醫師、楊欣樺醫



5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理事長 后秉仁

師、陳慶麟醫師、黃萬騰醫師、溫世政醫師、黃明

裕醫師、何國寧醫師等多位醫師來一場精采的演說，

讓平日繁忙的牙助們，能利用這兩天大會，好好的

充電學習新知，也拿到自己想修的學分，自然在工

作上也能得到相當的助益。

每年籌備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都會經

歷一番創新與考驗，雙會幹部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討

論，從會員醫師的紀念品挑選、學術演講規模的升

級、如何讓師資陣容更堅強，以及如何讓牙醫師們

在牙醫學科展場上，感受到不用出國也能獲得新的

知識、看到不同以往的新產品⋯..等等的規劃，都
希望能讓雙會的牙醫師們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

在此特別要感謝二位辛苦的大會總幹事蕭家輝

醫師、陳嘉俊醫師，及各組組長、工作同仁們的辛 
勞，真的萬分感激。

我們期許「２０１９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

會」能朝向國際化邁進，成為國際首屈一指的標竿。

同時，也預祝「２０１９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

會」，順利、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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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年一度的大台北牙展暨學術年會即將來臨。

在兩天的會期中，將舉辦會員大會、大型學術演講

跟大型牙材展，並與國內各縣市、兩岸及國際貴賓

進行聯誼交流。此會可說是台北市與新北市牙醫師

公會的年度重要盛事，相信也是全台灣的指標性大

會。

大會今年在學術方面仍維持了一貫的高水準。

我們邀請了 Dr. Karim El Kholy 講解植牙相關技術、
材料及數位流程；Dr.Hugo De Bryun 講解如何透過
實證醫學來對植牙做更準確地評估與治療；國內講

師亦是各方高手齊聚一堂，相信可以帶給會員們精

彩的學術饗宴。

在牙展方面，今年又是攤位爆滿的盛況。在牙

展場地上，我們做了小小的改變，我們增設了會員

休息區，讓逛累的會員可以稍做休息，恢復體力「買

好買滿」，讓會員跟廠商都有最好的收穫。

在晚宴部分，今年也做了新的嘗試。外賓的迎

賓晚宴與大會的晚宴將合而為一，這不但節省了不

少人力資源，也讓外賓與國內貴賓能有更深更廣的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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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至於去年創新的數位觀展，也是大家所關注的

議題。今年我們將延續數位觀展的精神，持續推動

數位化，在創新與穩定中力求平衡。因此，今年加

強了報到系統能離線運作，並將敏感的有價票券（牙

材券）回歸實體，讓大會整個運作能夠順暢。  

今年大會依舊是在世貿一館舉行。過去，由於

大會規模的擴展，場地由 TICC國際會議中心移到
世貿一館。而世貿一館也漸漸不敷我們使用，未來

將尋覓更適合場地，期望雙北大會能日益壯大，躍

昇至國際級的大會。

今年接下北市公會大會總幹事一職，深知責任

重大。感謝大會籌備會所有幹部無私的付出，以及

會務人員全力的配合。大家齊心協力，希望大會圓

滿成功。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大會總幹事　 陳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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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牙展暨學術會議經過歷任理事長 ,總幹事
及各位幹部的努力，已經讓雙北的牙展及學術會議

越辦越熱鬧成功，儼然成為全國最盛大的學術牙展

會議 ,當然這包括各廠商的熱情參與才能使大會更
能增添色彩與更上一層樓。

今年的雙北大會，一樣秉持著歷年來的精神，

學術盛會邀請國外名師及國內知名的臨床學術的名

師蒞臨演講 ,想必可給會員享受最好的學術盛宴，
而牙展也是邀請國內各大知名廠商參與 ,讓會員可
享有牙材打折集點換禮物及了解最新的牙材資訊，

鑒於世界趨勢這次會員的報名還是採取 QR CODE
的方式，雖然上次有瑕疵 ,但這次我們一定會更加
努力達到讓會員能踴躍出席及報到更加方便。

今年也邀請許多國家的友會及友人來參與我們

的牙醫論壇，期待我們的牙醫論壇，期待我們的雙

北大會能躍上國際，讓台灣的牙醫的發展及軟硬實

力向國際發聲，也了解國際上目前牙醫發展的趨勢。

最後希望雙北會員醫師能踴躍參加大會及報名學術

演講，也鼓勵診所的助理能踴躍參加助理認證課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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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並誠摯地邀請各縣市的醫師能共襄盛舉。最後我以

代表新北總幹事的身份，感謝潘建誠理事長、后秉

仁理事長、台北市陳嘉俊總幹事，及各位組長幹部

大家的通力合作、努力、不眠不休辛苦的參加會議，

讓大會能順利圓滿成功 !

更期待下屆的總幹事及幹部一棒接一棒，讓我

們的雙北大會，能越辦越盛大越成功，邁向國際舞

台。

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大會總幹事　蕭家輝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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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活動

▲

 組長 / 承辦員 ▲

 總組長

2019 大台北國際牙展

暨學術年會大會組織表

大會組 陳嘉俊 / 廖月慧 蕭家輝 / 林秀蓮 蕭家輝

財務組 許榮庭 / 黃麗玲 林浩然 / 洪玉秋 許榮庭

牙展組 温斯勇 / 陳麗玲 顏國濱 / 林家淳 温斯勇

學術組 顏志忠 / 許美娟 黃萬騰 / 劉淑惠 黃萬騰

公關暨晚宴組 徐振祥 / 陳慧嘉 葉建陽 / 劉淑惠 徐振祥

晚宴節目組 蔡欣原 / 陳瓊麗 王智明 / 鍾瑾瑜 王智明

報到組 鄭牧民 / 林姿伶 柳堯元 / 洪玉秋 ( 各自 )

文宣組 張軍堯 / 陳慧嘉 黃純偉 / 李曉娟 ( 各自 )

廢牙冠回收組 黃舜德 / 黃麗玲 陳欽章 / 李曉娟 ( 各自 )

▲
 台北市

▲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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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

 大會活動

▲

 組長 / 承辦員 ▲

 總組長

牙助組 林昱任 / 李品儀 呂志明 / 劉淑惠 呂志明

資訊組 王哲訓 / 方冠茹 何國寧 / 李曉娟 王哲訓

紀念品組 吳家佑 / 李品儀 陳執中 / 林秀蓮 陳執中

大陸組 林建州 / 陳瓊麗 張香茂 / 鍾瑾瑜 林建州

國際組 孫奕貞 / 李品儀 林哲賢 / 李曉娟 孫奕貞

發展組 李建雄 / 陳麗玲 林順華 / 林秀蓮 林順華

牙技組 蕭仰嶔 / 陳麗玲 黃鴻州 / 劉淑惠 黃鴻州

議事暨程序組 鄭翔宇 / 方冠茹 劉必慧 / 李文英 ( 各自 )

監 　督 　組 周彥儒 / 陳慧嘉 戴翔琮 / 林秀蓮 ( 各自 )

危機處理小組 潘建誠 / 廖月慧 呂名峯 / 林秀蓮 ( 各自 )

大會組 陳嘉俊 / 廖月慧 蕭家輝 / 林秀蓮 蕭家輝

財務組 許榮庭 / 黃麗玲 林浩然 / 洪玉秋 許榮庭

牙展組 温斯勇 / 陳麗玲 顏國濱 / 林家淳 温斯勇

學術組 顏志忠 / 許美娟 黃萬騰 / 劉淑惠 黃萬騰

公關暨晚宴組 徐振祥 / 陳慧嘉 葉建陽 / 劉淑惠 徐振祥

晚宴節目組 蔡欣原 / 陳瓊麗 王智明 / 鍾瑾瑜 王智明

報到組 鄭牧民 / 林姿伶 柳堯元 / 洪玉秋 ( 各自 )

文宣組 張軍堯 / 陳慧嘉 黃純偉 / 李曉娟 ( 各自 )

廢牙冠回收組 黃舜德 / 黃麗玲 陳欽章 / 李曉娟 ( 各自 )

▲
 台北市

▲
 新北市



12

2019 Greater Taipei International Denta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大會節目表 108/3/16（星期六）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覽場 A 區、二樓會議室）、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

時間 內容 公會 樓層 地點

11：00–12：00 開幕式 –剪綵 雙北合作 1樓 舞台區

09：00–16：00 會員領取紀念品
台北市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

新北市 舞台區左側

09：00–17：00 牙材展示會 雙北合作 1樓 展覽區

09：00–17：00 牙展服務台廢牙冠服務站 雙北合作 1樓 近舞台區

09：00–16：30 學術論文壁報貼示 雙北合作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
–學術論文壁報專區

13：30–16：30 牙材新知 雙北合作 1樓 舞台區

09：00–15：00 會員報到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5：00 會費繳納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6：30
學術研討會 –付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3、4、5會議室

13：30-17：00 第 1會議室

09：00-13：25
學術研討會 –免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1會議室

09：00–13：30 第 2會議室

08：30–17：00 牙助基礎認證班 雙北合作 1樓 TICC101室

14：30-16：30 會員大會 新北市 2樓 第 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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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大會節目表 108/3/16（星期六）        108/3/17（星期日）        

時間 內容 公會 樓層 地點

09：00–16：00 會員領取紀念品
台北市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舞

新北市 台區左側

09：00–17：00 牙材展示會 雙北合作 1樓 展覽區

09：00–17：00 牙展服務台廢牙冠服務站 雙北合作 1樓 近舞台區

09：00–16：30 學術論文壁報貼示 雙北合作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
–學術論文壁報專區

09：00–16：00 牙材新知 雙北合作 1樓 舞台區

09：00–15：00 會員報到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5：00 會費繳納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6：50 學術研討會 –付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3、4、5會議室

09：00–13：25
學術研討會 –免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1會議室

09：00–17：00 第 2會議室

10：00–12：30 亞洲城市醫療座談會 -免費 新北市 1樓 TICC 105室

08：30–17：00 牙助理基礎認證班 雙北合作 1樓 TICC 101室

08：30–12：30 牙醫助理進階班 雙北合作 2樓 TICC201室

14：30–18：00 會員代表大會 台北市 2樓 第 1會議室

※以上節目表悉依規劃狀況再行調整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一樓展覽場 A 區、二樓會議室）、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

時間 內容 公會 樓層 地點

11：00–12：00 開幕式 –剪綵 雙北合作 1樓 舞台區

09：00–16：00 會員領取紀念品
台北市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

新北市 舞台區左側

09：00–17：00 牙材展示會 雙北合作 1樓 展覽區

09：00–17：00 牙展服務台廢牙冠服務站 雙北合作 1樓 近舞台區

09：00–16：30 學術論文壁報貼示 雙北合作 1樓 近信義路五段側
–學術論文壁報專區

13：30–16：30 牙材新知 雙北合作 1樓 舞台區

09：00–15：00 會員報到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5：00 會費繳納
台北市

2樓 廊廳
右側

新北市 左側

09：00–16：30
學術研討會 –付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3、4、5會議室

13：30-17：00 第 1會議室

09：00-13：25
學術研討會 –免費 雙北合作 2樓

第 1會議室

09：00–13：30 第 2會議室

08：30–17：00 牙助基礎認證班 雙北合作 1樓 TICC101室

14：30-16：30 會員大會 新北市 2樓 第 2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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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1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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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2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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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會員福利事項
條件 福利內容 領取室別

親自出席
並繳清

107及 108
年度會費

★ 免費 6學分：
醫療品質：兩性議題 3學分及感控議題 3學分

3/16及 3/17憑會員專
屬「QRcode」於 2樓
報到處完成報到

★ 「牙材抵用券」1,000元
（每日 500元，限當天使用，隔日無效）

1樓

牙展區

★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a. 會員每日完成報到後，即可領取集點卡一
張，限當日使用（3/16 及 3/17 各一張）。

b. 至 1樓 A區集點完成後，憑完成之集點卡及
會員出席證至牙展服務台，兌換「1份精美
禮品」及「1張集點卡摸彩券」以及「1張
滿額禮摸彩券」

（禮品每日限量 500份，換完為止）
★ 紀念品乙份：
．超清錄像錄音筆（附 32GB記憶卡）1份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1份（領完為止）
．精美環保提袋 1個

牙展區－
台北市紀念品處
〔近信義路側〕

★ 2019年約診簿、牙醫師實用手冊
★ 108年學術演講折價券 1200元

親自出席
但未繳清
107–108年
度會費

★ 免費 6學分：
醫療品質：兩性議題 3學分及感控議題 3學分

3/16及 3/17憑會員專
屬「QRcode」於 2樓
報到處完成報到

★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a. 會員每日完成報到後，即可領取集點卡一
張，限當日使用（3/16 及 3/17 各一張）。

b. 至 1樓 A區集點完成後，憑完成之集點卡
及會員出席證至牙展服務台，兌換「1份精
美禮品」及「1張集點卡摸彩券」以及「1
張滿額禮摸彩券」
（禮品每日限量 500份，換完為止）

1樓 牙展區

★紀念品乙份：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1份（領完為止）
．精美環保提袋 1個 1樓

牙展區－
台北市紀念品處
〔近信義路側〕

★ 2019年約診簿、牙醫師實用手冊

無「超清錄像錄音筆」、「牙材抵用券」及「108年學術演講折價券1200元」

無法參加大
會者，請於
4月 15日前
至公會領取

★紀念品乙份：
　 ．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1份 

（領完為止）
　 ．精美環保提袋 1個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二段 120號 7樓

★ 2019年約診簿、牙醫師實用手冊

無「超清錄像錄音筆」、「牙材抵用券」及「108年學術演講折價券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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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會員福利事項

條件 福利內容 領取室別

親自出席
繳清會費

★ 免費 6學分：
3/16兩性議題 3學分、3/17感染控制 3學分

2
樓

3/16、3/17
憑會員專屬 QR Code
於二樓會員報到處完成

報到
★ 「牙材抵用券」1,000元
★ （每日 500元，限當天使用，隔日無效）
★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a.　 會員每日完成報到後至發放處領取一張
集點卡，限當日使用（3/16 及 3/17 各一
張）。

b. 至 1樓 A區集點完成後，憑完成之集點卡
及會員出席證至牙展服務台，兌換「1份
精美禮品」及「1張集點卡摸彩券」以及「1
張滿額禮摸彩券」

（禮品每日限量 500份，換完為止） 1
樓

牙展服務台

•紀念品乙份 (含精美提袋 )
•「超清錄像錄音筆」1個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1份 (領完為止 )
•2019牙醫師實用手冊
•2019約診本
• 108年學術演講折扣券 1200元

A區
牙展區近舞台左側

委託出席
繳清會費者

★ 無免費學分

•紀念品乙份 (含精美提袋 )
•「超清錄像錄音筆」1個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1份 (領完為止 )
•2019牙醫師實用手冊
•2019約診本
• 108年學術演講折扣劵 1200元

1
樓

A區
牙展區近舞台左側

主辦單位：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日    期：3月 16日 ~17日 (星期六 ~星期日 )9:00~17:00

地    點：台北世貿一館

參加對象：新北市會員• 委託者依人團法規定由本會會員 1人受託報到，其餘身份 (含眷屬 ) 
恕不受理

福利內容：會員符合相關條件可享以下福利內容



18

2019 Greater Taipei International Dental Exhibition & Convention

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貯存處理程序

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貯存處理程序

    牙科在醫療過程產生為數不少的廢棄牙冠，以今日的科技而言，廢棄牙冠可分離出許多有用

的金屬，以個別牙醫診所的產量來說，或許不足以達到經濟效益，但若是集合多數的醫療院

所，利益將很可觀。如今，新北市牙醫師公會願意站出來成全這件聚沙成塔的工作，不僅響應

環保，為地球盡一份心，廢牙冠提煉後的利益所得，公會將捐助新北市境內弱勢團體，希望各

位牙醫同仁一起來參與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101年12月20日發布修正之「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廢牙冠

已列入醫療事業廢棄物，需有「廢牙冠(代碼：R-1309)」之檢核登記廠商才能合法清運再利用

廢棄牙冠，請會員醫師務必特別注意，坊間無照廠商自行招攬回收廢牙冠之行為，恐有觸法之

虞。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自推行以來，深獲會員牙醫同仁的熱烈支持，

也是牙醫界最具代表、最成功、最有意義的公益活動之一。感謝提供廢牙冠的會員同仁將提煉

所得全數捐贈予本會，本會特別成立「社會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來專責管理此項所得，十年

以來，捐出近三千萬的善款，幫助過200多個弱勢團體，讓家扶孩子有更好的照顧，讓原住民

的少棒隊可以揚名國際⋯許多感人的故事，因為有您，讓牙醫愛發光情永續。台北市牙醫師公

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已重新啟動，歡迎您一起來獻愛心行善舉！

點   成金 愛心永續
點   成金 

2019 愛心永續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

您的垃圾
我的希望

回收方式如下

一、定期公告捐贈名冊於新北市牙醫月刊與網路，以示表揚。

二、凡於當年度內捐贈廢牙冠之診所，均可於隔年度會員大會領取小禮物。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新北市牙醫師公會02-8961-3706#23 李曉娟

廢牙冠置於
消毒袋密封
高溫高壓消毒

妥善貯存於
回收罐中

廠商約時間
前往診所收取
或在大會繳交予
回收廠商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廢牙冠置於
消毒袋密封
高溫高壓消毒

妥善貯存於
回收罐中

廠商約時間
前往診所收取
或在大會繳交予
回收廠商

獎勵辦法

坊間有某些廠商無照並以公會名義自行招攬回收廢牙冠，此為違法行為，請會員

診所多加注意，如有疑問請電洽台北市牙醫師公會02-23965392#203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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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貯存處理程序

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貯存處理程序

    牙科在醫療過程產生為數不少的廢棄牙冠，以今日的科技而言，廢棄牙冠可分離出許多有用

的金屬，以個別牙醫診所的產量來說，或許不足以達到經濟效益，但若是集合多數的醫療院

所，利益將很可觀。如今，新北市牙醫師公會願意站出來成全這件聚沙成塔的工作，不僅響應

環保，為地球盡一份心，廢牙冠提煉後的利益所得，公會將捐助新北市境內弱勢團體，希望各

位牙醫同仁一起來參與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依據衛生福利部於101年12月20日發布修正之「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廢牙冠

已列入醫療事業廢棄物，需有「廢牙冠(代碼：R-1309)」之檢核登記廠商才能合法清運再利用

廢棄牙冠，請會員醫師務必特別注意，坊間無照廠商自行招攬回收廢牙冠之行為，恐有觸法之

虞。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自推行以來，深獲會員牙醫同仁的熱烈支持，

也是牙醫界最具代表、最成功、最有意義的公益活動之一。感謝提供廢牙冠的會員同仁將提煉

所得全數捐贈予本會，本會特別成立「社會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來專責管理此項所得，十年

以來，捐出近三千萬的善款，幫助過200多個弱勢團體，讓家扶孩子有更好的照顧，讓原住民

的少棒隊可以揚名國際⋯許多感人的故事，因為有您，讓牙醫愛發光情永續。台北市牙醫師公

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已重新啟動，歡迎您一起來獻愛心行善舉！

點   成金 愛心永續
點   成金 

2019 愛心永續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廢牙冠回收再利用計畫

您的垃圾
我的希望

回收方式如下

一、定期公告捐贈名冊於新北市牙醫月刊與網路，以示表揚。

二、凡於當年度內捐贈廢牙冠之診所，均可於隔年度會員大會領取小禮物。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洽新北市牙醫師公會02-8961-3706#23 李曉娟

廢牙冠置於
消毒袋密封
高溫高壓消毒

妥善貯存於
回收罐中

廠商約時間
前往診所收取
或在大會繳交予
回收廠商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廢牙冠置於
消毒袋密封
高溫高壓消毒

妥善貯存於
回收罐中

廠商約時間
前往診所收取
或在大會繳交予
回收廠商

獎勵辦法

坊間有某些廠商無照並以公會名義自行招攬回收廢牙冠，此為違法行為，請會員

診所多加注意，如有疑問請電洽台北市牙醫師公會02-23965392#203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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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紀念品領取方法
●　本次紀念品採掃描 QRCODE 方式領取。

●　請會員於排隊時，先準備好 QRCODE，俾利加速紀念品發送流程。

●新北市牙醫師公會會員請取紀念品注意事項 :

  1.　 當天需完成「大會報到」，並繳清「107、108 年會費者」，可領取會員紀念品乙

份 ( 含精美提袋 ) ：「超清錄像錄音筆」1 個 +108 年學術演講折價券 1200 元 +

口腔清潔保健用品 1 份 ( 領完為止 )+2019 約診本 +2019 牙醫師實用手冊。※( 牙

展區近舞台左側 )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會員請取紀念品注意事項 :

  1.　 當天需完成「大會報到」，並繳清「107、108 年會費者」，可領取會員紀念品乙

份 ( 含精美提袋 )：「超清錄像錄音筆」1 個 +108 年學術演講折價券 1200 元 + 口

腔清潔保健用品 1 份 ( 領完為止 )+2019 約診本 +2019 牙醫師實用手冊。※( 牙展

區右側近信義路 )

  2.　 當天完成「大會報到」，但未繳清「107、108 年會費者」僅可領取口腔清潔保健

用品 1 份 ( 領完為止 )+2019 約診本 +2019 牙醫師實用手冊。  

※ 無會員紀念品「超清錄像錄音筆」1 個 +108 年學術演講折價券 1200 元。

  3.　 無法參加大會者，於 108 年 4 月 15 日前，可至台北市牙醫師公會領取 : 口腔清潔

保健用品 1 份 ( 領完為止 )+2019 約診本 +2019 牙醫師實用手冊。

會員紀念品展示

※ 現場由精美禮

盒包裝。

禮品顏色款式依

現場發送為主。

超清錄像錄音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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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圖如有修改，悉依最後公告為準

新北市
紀念品
領取處

台北市
紀念品
領取處

雙北紀念品領取處 台北市 - 南端（牙展區右側近信義路）

新北市 - 北端（舞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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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材展示會參展廠商名單
NO 攤位號碼 參展單位

1 1227 江蘇銳辰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松島產業 )

2 1225 英特崴股份有限公司

3 1223 首爾牙醫師公會

4 1209 香港牙醫學會

5 1207 艾達義齒材料有限公司

6 1201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128 普一股份有限公司

8 1127 韓商瑞麗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9 1126 皇雅生醫科技有限公司

10 1124 進軒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 1122 偉成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12 1119 長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1118 明瀚生技有限公司

14 1115 京達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1112 登美有限公司

16 1108 資生國際有限公司

17 1107 里昂哈佛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1101 松江實業有限公司

19 1100 圖靈股份有限公司

20 1027 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21 1019 冠京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1016 日商永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23 1014 金尼可國際有限公司

24 101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NO 攤位號碼 參展單位

25 1009 台灣而至股份有限公司

26 1007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7 1001 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1000 巨晰光纖股份有限公司

29 927 英商葛蘭素史克消費保健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SK)

30 919 台灣植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917 第一醫材國際有限公司

32 915 鈺將興業有限公司

33 907 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34 901 立祥國際有限公司

35 900 安德力有限公司

36 827 翊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37 821 台灣諾保科股份有限公司

38 809 旭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801 吉岡股份有限公司

40 800 信輝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41 727 亞特生醫有限公司

42 719 湧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3 715 帝盟國際有限公司

44 707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Oral-B)

45 538 聯合牙材股份有限公司

46 530 荷茂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520 美商登士柏西諾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48 510 崴仕企業有限公司

49 501 合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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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攤位號碼 參展單位

50 437 延壽衛生材料行

51 435 博泰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52 429 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露潔 )

53 421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54 413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李施德霖 )

55 409 安捷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6 407 嘉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400 新島貿易有限公司

58 338 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59 337 萬國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0 335 遠東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333 大興久久品酒所

62 329 偉登興業有限公司

63 319 天達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64 317 德科維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315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314 泓品貿易有限公司

67 313 御品傑科技公司有限公司

68 312 新祐貿易有限公司

69 310 貝斯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70 307 雅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305 德實科技有限公司

72 301 台灣柯威爾有限公司

73 300 競鋒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74 238 祐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75 237 宸皓企業有限公司

NO 攤位號碼 參展單位

76 235 翰昇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77 234 歐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8 233 新雅貿易有限公司

79 230 展磐實業有限公司

80 229 日毅企業有限公司

81 228 台灣紐白特商貿有限公司

82 225 明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83 220 傑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4 214 仟鋒企業有限公司  

85 213 德瑞士國際有限公司

86 211 玉山銀行

87 209 亞維斯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88 208 亞鼎企業有限公司

89 202 大東鑽針企業行

90 138 總達成貿易有限公司

91 135 玓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131 傑勝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93 125 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94 123 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95 114 憶生堂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 112 三業有限公司

97 17 祐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8 15 資博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99 14 香港商豐達牙材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0 4 明基口腔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 依攤位代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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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材展示會參展廠商會場
世貿A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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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展參觀集點活動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OK

活動名稱：2019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牙展參觀禮集點活動
參加對象：限台北市或新北市牙醫師公會會員

參加辦法：每位會員每日完成報到後，即可領取集點卡一張，限當日使用。

                  （3/16及 3/17各一張）。
集點方式：集點區為 A區牙展攤位，共計 30格，集點格並區分：
　　　　　．必蓋區：請依所印參展廠商名稱到所屬攤位蓋章。

　　　　　　3/16必蓋區： Oral-B、諾保科、登士柏、旭達、德淵、瑞麗、GSK、上海
商銀、亞特生醫、聯合牙材、合泰生技、南科管理局、偉登、

新雅、玉山銀行 15家。
　　　　　　3/17必蓋區： Oral-B、諾保科、登士柏、旭達、里昂哈佛、豐達、冠京、

翊達、明基、荷茂、崴仕、 博泰、高露潔、嘉聯、明延15家。
　　　　　．隨蓋區： 除必蓋區 15家以外之廠商，到任一攤位即可請廠商於集點卡上

蓋專屬印章，每家廠商限蓋 1格，重覆蓋章不予採認。
兌獎辦法： 集滿完成後，憑「會員出席證」至「牙展服務台」兌換「1份精美禮品」及 

「1張集點卡摸彩券」、「1張滿額摸彩券」（禮品每日限量 500份，送完
為止）。

注意事項：

1、至攤位集點時，雖無強制規定有消費才能集點，但仍請遵守展場秩序與禮儀。
2、本活動集章卡若有污損致無法辨識者無效，影印者亦無效。
3、獎品既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退換。
4、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與活動更改之權利，最新消息請以本會網站與現場公佈為準。
5、 本活動旨在鼓勵會員參觀牙材展示會，限每人持 1張集點卡，嚴禁一人持多張集點
卡之行為，若經發現，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員之活動參加資格，以符合活動精神並

確保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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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展參觀集點活動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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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展參觀集點活動
「輕鬆集點數，好禮三重奏」免消費集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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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展消費滿額摸彩活動
感謝全台牙醫師積極參與大台北國際牙展，一年一度的好康又來了，大會為鼓勵全國

牙醫師踴躍參加大台北國際牙展，再度推出「牙展消費滿額摸彩活動」，買得越多中

獎機會越高！百萬獎品，機會難得，讓您一次消費享受特價與摸彩雙重好康！

活動日期：108年 3月 16日 –3月 17日（星期六、日）

活動地點：世貿一館 A區

參加對象：全國牙醫師於大會展場現場完成消費者，皆可參加。

品　　項：精心規劃百萬滿額禮，雙重好康與您共襄盛舉 ! 【獎品內容以現場公告為主】

參加辦法：

﹝一﹞ 雙北會員醫師憑「會員出席證」進入牙展會場，非雙北會員醫師憑「會員參觀

證」進入牙展會場。

﹝二﹞於大會展場完成消費，由該廠商開立「銷貨單」為憑。

﹝三﹞ 由消費者持銷貨單及出席證至「滿額服務台」兌換「滿額摸彩券」並由現場工

作人員掃瞄消費者 QR-CODE，即完成參加摸彩。

﹝四﹞消費滿 1萬元兌換 1張，滿 2萬元兌換 2張，依此類推，無兌換上限。

﹝五﹞ 摸彩活動分二天獨立進行，於每天 12：00及 16：30現場摸彩，每場次摸彩前

30分鐘即停止該場次摸彩序號匯入摸彩系統。第一天的摸彩券於第一天展示結

  2019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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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展消費滿額摸彩活動

束後即失效，第二天之摸彩重新進行。為求公開、公正、透明摸獎現場聘請

律師做見證。

﹝六﹞ 消費滿額抽獎活動：大會現場不頒贈獎品，會後七日內公告於兩會官網，公

告三十日內領取，請中獎人自行注意，逾期棄權；依法需繳交稅金者，待中

獎人將金額匯入指定帳戶後，大會才寄送贈品；本會將開立扣繳憑單予中獎

者（項目為：機會中獎獎金）。依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規定：

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中獎人身分辦理扣繳，中獎人如為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則應按中獎額扣取 10%之扣繳稅款，惟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

﹝七﹞會後經查詢，中獎者若非為牙醫師身份，則不得領取該獎品。

﹝八﹞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與活動更改之權利，最新消息請以本會網站與現場

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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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最大牙展
精彩學術演講

全國牙醫師不分區同享優惠！

　　2019 大台北國際牙展好康又來了，繼去年大台北國際牙展業績開出紅盤，台北市

牙醫師公會與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再度籌劃 2019 全台最大牙材展，媲美國際專業牙材展

水準，最優惠，最好康的統統在這裡，歡迎全國牙醫師參加盛會！

　　2019 牙展攤位一開放登記即售罄，廠商對大台北國際牙展一直給予支持與肯定，

各項優惠將於現場回饋牙醫師，大會更加碼抽獎品項，讓您滿載而歸！

　　學術演講報名優惠與牙展消費滿額摸彩活動，全國牙醫師通通適用，好康獎不完，

好禮拿不完，保證收穫滿滿，歡迎全國牙醫師一同參與！

◆活動名稱：2019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活動日期：108年 3月 16日∼ 3月 17日（星期六、日）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一館（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號）

　　　　　　．牙材展示地點：世貿一館一樓 A區

　　　　　　．演講會議地點：世貿一館二樓會議室

◆牙材展入場方式：一、 台北市及新北市會員憑「出席證」入場或出示手機 APP上之

「QRcode」。

二、 外縣市牙醫師且報名大會學術演講者，憑「醫師參加證」入

場或出示手機 APP上之「QRcode」。。

三、 外縣市牙醫師但未報名大會學術演講者，於一樓 A區牙展

入口處服務台憑『牙醫師執業執照』或『個人名片』，填寫

基本資料後領取「醫師參加證」入場或現場下載 APP出示

「QRcode」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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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牙醫相關學系學生於一樓 A區牙展入口處服務台憑『學

生證』，填寫基本資料後領取「參觀證」入場。

※牙材展入口未出示大會專屬識別證均無法進場。

◆大會優惠活動：

一、學術演講： 凡外縣市會員（除台北市或新北市外）報名大會學術演講，除享

有早鳥優惠價外，並贈送牙材抵用券 500元 (限於 108年 2月 25

日前報名者 )，牙材抵用券用於 3月 16日牙展區消費使用。(詳

情請參閱大會學術演講招生公告 )

二、牙展滿額摸彩活動：

1、大會兩日於牙材展示區完成消費，由該廠商開立「銷貨單」為憑。

2、 由消費者持銷貨單及出席證至「滿額服務台」兌換「滿額摸彩券」並由

現場工作人員掃瞄消費者 QR-CODE，即完成參加摸彩。

3、 消費滿 1萬元兌換 1張，滿 2萬元兌換 2張，依此類推，無兌換上限。

4、 摸彩活動分二天獨立進行，於每天 12：00及 16：30摸彩，每場次摸彩

前 30分鐘即停止該場次摸彩序號匯入摸彩系統。第一天的摸彩券於第一

天展示結束後即失效，第二天之摸彩重新進行。為求公開、公正、透明

摸彩現場聘請律師做見證。

5、 大會現場不頒贈獎品，會後七日內公告於兩會官網，公告三十日內領取，

請中獎人自行注意，逾期棄權；依法需繳交稅金者，待中獎人將金額匯

入指定帳戶後，大會才寄送贈品；本會將開立扣繳憑單予中獎者（項目為：

機會中獎獎金）。依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規定：應由扣

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中獎人身分辦理扣繳，中獎人如為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則應按中獎額扣取 10%之扣繳稅款，惟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

6、 活動結束後經查詢，中獎者若非為牙醫師身分，主辦單位得以取消得獎

資格。

7、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與活動更改之權利，最新消息請以本會網站與

現場公佈為準。

8、本辦法如有修改，悉依最後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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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材新知專題演講
2019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日期：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3 月 17 日（星期日）

地點：世貿一館 A 區牙展主舞台

牙科材料日新月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無學分，不需報名，現場自由入座，歡迎全台醫師踴躍參加！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承辦單位

3 月 16 日

（六）

13：30-
14：30

健保新增項目暨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

解析
盧彥丞

台北區

審查分會

3 月 17 日

（日）

10：30-
11：00

A case of restoration of aesthetics and 
occlusion by performing implants with 
GBR, PRP, and Sinus lift graft

田中強

台新

國際公司
11：00-
11：30

GBR Method Using Open Barrier Film 樋口真弘

13：30-
14：30

健保新增項目暨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

解析
劉三奇

台北區

審查分會

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

牙周病統合治療相關檔案連結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手冊

（牙周病統合治療衛教照護資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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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介紹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學士
●　美國 LOMALINDA 大學人工植牙中心研究員
●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中興院區植牙及牙周病科兼任主
治醫師

●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副理事長
●　2019 年牙醫門診醫療台北區審查分會執行長
●　如意牙醫診所院長

●　大阪齒科大學���卒業
●　日本大学松戸歯科研究科博士号取得
●　ISBB 国際血液 • 幹細胞臨床応用会議認定医
●　日本歯科産業学会
●　(right) 日本先進インプラント専門医
●　桂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員教授就任

●　神奈川歯科大学　卒業
●　日本大学松戸歯学部にて博士号取得
●　日本大学歯学部兼任講師
●　I.C.O.I（国際インプラント学会）指導医取得
●　I.S.B.B.（国際血液生体材料臨床応用会議）認定医取得
●　桂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員教授就任
  

●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　前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　台灣植牙骨整合醫學會常務監事
●　前新北市中山醫學大學校友會會長
●　2019 年牙醫門診醫療台北區審查分會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

田中 強 歯学博士

劉三奇醫師

盧彥丞 醫師

樋口 真弘  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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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09:00-17:0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一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兩性議題〕

▲

 全人特照大補帖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00 開幕式                                              張軍堯 醫師

09:00~12:00 從牙菌斑角度看牙周病與全身性疾病的關係 鄭琬蒨 醫師 張軍堯 醫師

12:10~13:25
休息

CEDAW 公約之性平議題與騷擾防治 張自強 博士 石沁訢 醫師

13:30~17:00
( 特殊醫療服務計劃專屬進階課程 )
中風與植物人口腔照護及到宅醫療服務 黃明裕 醫師 劉致遠 醫師

對　　象：全國牙醫師
學　　分： 醫學課程 27.6 學分＋醫療倫理品質法規 6 學分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107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09:00-13:3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二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

 年長者口腔照護與戒菸防治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30 開幕式 蔡宜峰  醫師

09:30~10:30
牙周病患者的植牙治療
Timing of Implant Placement after tooth extraction?
Immediate, early or late, their ind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林世榮 醫師 吳建德 醫師

10:30~11:30 咀嚼與吞嚥，長照之始 王鼎涵 助理教授 黃湘翎 醫師

11:30~12:30 一分鐘讓個案開始戒菸 洪暐傑 醫師 沈育群 醫師

12:30~13:30 綜合討論 講師群

20192019 雙北大會學術研討會雙北大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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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107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09:00-16:3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三、四、五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

  The Art and Science Behind Successful Implant 
Surgeries:Chronicles of a Digital Era.

理事長開場致詞 主持人

開幕式
9:00~

后秉仁理事長 / 潘建誠理事長
顏志忠學術主委

黃萬騰副學術主委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00~10:30 Case Selection and Treatment Planning of Implant Surgeries Dr.Karim El Kholy 陳智龍 醫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Emerging Biomaterials in Tissue Regeneration Dr.Karim El Kholy 陳智龍 醫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 Surgical Techniques. Myths and 
Realties

Dr.Karim El Kholy 王振穎 醫師

14:30~15:00 休息

15:00~16:30
Digital workflow and computer assisted surgeries. Where are 
we now?

Dr.Karim El Kholy 王振穎 醫師

上課日期：107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09:00-13:3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一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感控議題〕

▲

 創時代之治療指引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00~10:30 數位微笑設計流程 analog vs digital 及顯微貼片備牙 陳億儒 醫師 賴宜姍醫師

10:30~12:00

雷射輔助根管、牙周、贗復治療：三合一療程之介紹。
“One tooth Treatment" with laser in Endo. + Peri. + Prostho. 
Tx in one appointment
鉺雅各雷射打造牙醫美學的最高峰
Er:YAG Lasers without Fiber Delivery to Create
the Best Cosmetic Dentistry  

黃百弘醫師 蔣　蔚醫師

12:10~13:25 牙科感染新方向，不可不知易忽略的傳染病 曾建福 醫師 李建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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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108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09:00-17:0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二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

 口腔照護過去、現在與未來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00~12:00
Next generation of  multi-benefit 
technologies to maintain whole mouth health

Dr.Lakshman Perera 
Samaranayake

黃日晟 醫師

12:30~13:00 午餐

13:00~17:00

口內銲接技術 沈瑞文 醫師

李志偉 醫師

當日完成，技師在 cad/cam 材料上的選擇
周星妤 醫師
謝怡珣 醫師

植牙數位化設計與應用要領 江孟騰 醫師

醫技配合之一日全口重建
王俞文 醫師
許金崴 醫師

上課日期：108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09:00-16:50
上課地點：世貿一館 2 樓第三、四、五會議室〔課程類別：醫學課程〕

▲

 當代植牙實證醫學
開幕式

9:00

理事長開場致詞 主持人

后秉仁理事長 / 潘建誠理事長
顏志忠學術主委

黃萬騰副學術主委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主持人

09:00~10:30 Factors affecting predictable treatment outcome I Dr.Hugo De Bruyn 徐振祥 醫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Factors affecting predictable treatment outcome II Dr.Hugo De Bruyn 戴得育 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Factors affecting predictable treatment outcome III Dr.Hugo De Bruyn 紀泓輝 醫師

14:30~15:00 休息

15:00~16:00 Factors affecting predictable treatment outcome IV Dr.Hugo De Bruyn 林宏達 醫師

16:30-16:50 Panel discussion/ 閉幕式 許榮庭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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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論文參展主題：
「數位牙醫科技口腔AI 世代」

論文貼示

展出

主　　旨： 為提昇國內牙科學術風氣，促進臨床治療品質，特舉辦牙科學

術論文貼示及報告競賽。

主辦單位：新北市牙醫師公會／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參加資格：牙醫師和牙醫系學生、牙醫相關人員和系所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日　　期：108 年 3 月 16日 - 3月 17日（星期六、日）

地　　點：世貿一館 A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５號１樓－學術論文壁報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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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助理基礎認證班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 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活動日期： 108 年 3 月 16 日（ 六 ） ～ 3 月 17 日（ 日 ） 上 午 8：00 ～ 17：00 

（兩天不拆開報名）  

活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1 樓 101 會議室（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 號 )

參加對象： 曾在醫療機構從事口腔衛生業務滿一年，且從未參加過任何牙助班者，限 600 

名。

             （報名截止：108 年 2 月 25 日）。

學　　分： 兩天共 32 積分。

               ※　本課程非「進階班」。 

                   已向「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基礎認證學分。

報名方式： 掃描 QRCODE 或直接輸入短網址【https://goo.gl/3YXDMS】※ 報名視同了解並

同意相關規定。

               ※　本次採用線上報名系統，一天 24 小時皆可上網報名。

               ※　 請詳實填寫「姓名、診所名稱電話、通訊地址、身份證字號、電子信箱、

手機、吃葷或素」。

費　　用：兩天共 3,500 元（含兩天午餐）

劃撥帳號：01069958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 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繳費，請在劃撥單的通訊欄（空白處）備註「編號」

儘速報名的六大理由
1. 課程內容切中潮流，皆是一流講師講解最新資訊。

2. 最划算的牙助講座，課程時間集中，CP 值極高。

3. 本學時分由雙北舉辦，全聯會認證，大會期間特別加倍共 32 積分，絕無僅

有。

4. 因應助理合法化需求，提早充實自己大有助益。

5. 受限場地大小限制，請儘早報名，名額有限報完為止。

6. 因名額有限，請優先禮讓還未修得學分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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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08：00 ～ 08：30 報到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20 牙醫助理人員的行政及人事管理流程 王俊勝醫師

09:20~09:30 休息

09:30~10:20 牙齒矯正之現況及趨勢 劉必慧醫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1:20 隱形矯正臨床跟診流程與技巧 汪文琲醫師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牙醫師助理人員需了解的感控知識 曾建福醫師

12:20~13:30 午休

13:30~15:10 數位時代 牙醫助理人員份演的角色 ( 含 CAD-CAM、DSD 及數位
分析的操作 )

賴宜姍醫師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牙醫助理人員於傳統矯正與隱形矯正諮詢所份演之角色 石伊弘醫師

第二天 -108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08：00 ～ 08：30 報到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20 一般兒牙跟診 楊欣樺醫師

09:20~09:30 休息

09:30~10:20 如何成為兒童牙科門診靜脈鎮靜麻醉 (TCI) 的超強助理 2.0 陳慶麟醫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1:20 植牙跟刀人員所需具備的臨床知識流程器械認識 黃萬騰醫師

11:20~11:30 休息

11:30~12:20 植牙有關的行銷及全方位的牙醫助理人員訓練 溫世政醫師

12:20~13:30 午休

13:30~15:10 牙醫助理人員的長照訓練 黃明裕醫師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牙醫助理人員在數位植牙領域中能扮演的角色與並學習的技能 何國寧醫師

▼  課程內容 牙醫助理基礎認證班 08:00~08:3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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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 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活動日期： 3 月 17 日（日）上午 8：30 ～ 12：30 

活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館 2 樓 201 會議室（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5 號 )

參加對象：  1.　已領有牙醫助理認證合格證書者（報名後一周內，請傳真合格證書至公會）

 2.　 未領有牙醫助理認證合格證書者（可上課，但無法累積換證積分，需填寫

聲明書並傳真至公會）限 500 人，額滿即停止報名。

學　　分： 共 8 積分。

報名方式： ※ 採用線上報名系統，一天 24 小時皆可上網報名，額滿為止。

　　　　　　1. 即日起開始受理線上報名，以下三個路徑皆為同一報名網頁

　　　　　【路徑：http://www.tda.org.tw/ 醫師專區 / 牙醫助理專區 / 活動訊息內】。

　　　　　【縮網址：http://bit.ly/20190317class】

　　　　　【完整網址：http://www.tda.org.tw/doctor/events/content.asp?ID=3269】

　　　　　請詳實填寫「姓名、診所名稱、通訊地址、身份證字號、診所電話、手機」

　　　　　欲傳真合格證書 / 聲明書者，請傳至 02-23965393。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02）2396-5392 分機 206．李小姐。 

聲明書請至線上報名系統下載列印。

費　　用：1,200 元（半天課程不提供餐盒）

劃撥帳號：01068925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牙醫師公會

　　　　　※ 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繳費，請在劃撥單的通訊欄（空白處）備註「編號」

牙醫助理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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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107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08：30 ～ 09：00 報到

時間 課程 講師

9:00~10:40 顯微根管治療牙助跟診注意事項 凌毓辰醫師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創造高績效的數位化牙科業務 賴宜姍醫師

※ 課程若有異動，依現場公告為準。

▼  課程內容 牙醫助理進階班 08:30~09: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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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所有廣告內容係由該廣告者提供，廣告內容涉及法律

範圍及相關規定，由提供者負責，概與本會無關。

牙展廠商通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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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51 三業有限公司 03-2209722 03-2207452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 102 號
5 樓之 2

P52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02-25582111 02-25580112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87 號
3 樓 

P53 大東鑽針企業行 02-27058961 02-27059430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171 巷 6 號 7 樓之 1

P53 大興久久品酒所 02-28943091 02-2895-8060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143 號
1 樓

P54 天達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 02-27382525 02-27382528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37 樓

P55 日毅企業有限公司 02-23316788 02-23114672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91 號
後棟 1 樓

P56 仟鋒企業有限公司  02-22782489 02-2278249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6 號 9 樓之 4

P59 台新國際醫療器材有限公
司 02-29333101 X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177 巷

20 號 5 樓

P59 巨晰光纖股份有限公司 02-25223252 02-25215801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 36 號
4 樓

P60 台灣柯威爾有限公司 02-87867269 02-8786728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412 號 6 樓之 2 

P61 台灣紐白特商貿有限公司 02-85113785 02-85113712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82 號
14 樓

P61 台灣植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6955561 07-6955528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二路 63
號 5 樓

P62 台灣諾保科股份有限公司 02-27939933 02-2793988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8 號
5 樓

P70 台灣而至股份有限公司 02-82271505 02-82271507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76 號
16 樓

P71 立祥國際有限公司 02-82866779 02-82868313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
176-3 號 6 樓

2019 大台北國際牙展暨學術年會 - 牙展廠商通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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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72 合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9219 02-8227872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16 樓之 3

P74 吉岡股份有限公司 02-23131682 02-2313168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11 樓 211 室

P74 安捷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02-25851669 02-25850892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3 段

177 巷 18 號

P75 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高
露潔 ) 02-87738488 02-87737378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 號 9 樓

P76 安德力有限公司 03-4586207 03-34585981 桃園市平鎮區振平街 282 號

P76 旭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72500 02-8227250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86 號
17-1 樓

P80 江蘇銳辰光電技術有限公
司 05118883562 051188883582 江蘇省鎮市江市丁卯經十五

路 99 號 D35 幢

P80 貝斯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7555578 02-27555587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230 號 4 樓

P81 艾達義齒材料有限公司 02-23331092 02-23331829 台北市中正區泉州街 55-1
號 1 樓

P82 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02-26496106 02-2649611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 段
179 號 5 樓之 2 號

P84 里昂哈佛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27016500 02-2701671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306 號 10 樓之一

P86 玓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1156 02-8226115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14 樓之 3

P87 亞特生醫有限公司 02-85222506  02-85222507 新北市三重區中寮街 99 號

P91 亞維斯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03-3350922 X 桃園市桃園區民富二街 62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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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72 合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9219 02-8227872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16 樓之 3

P74 吉岡股份有限公司 02-23131682 02-2313168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11 樓 211 室

P74 安捷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02-25851669 02-25850892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3 段

177 巷 18 號

P75 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高
露潔 ) 02-87738488 02-87737378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 號 9 樓

P76 安德力有限公司 03-4586207 03-34585981 桃園市平鎮區振平街 282 號

P76 旭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72500 02-8227250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86 號
17-1 樓

P80 江蘇銳辰光電技術有限公
司 05118883562 051188883582 江蘇省鎮市江市丁卯經十五

路 99 號 D35 幢

P80 貝斯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7555578 02-27555587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230 號 4 樓

P81 艾達義齒材料有限公司 02-23331092 02-23331829 台北市中正區泉州街 55-1
號 1 樓

P82 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02-26496106 02-2649611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 段
179 號 5 樓之 2 號

P84 里昂哈佛數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27016500 02-2701671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306 號 10 樓之一

P86 玓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1156 02-8226115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14 樓之 3

P87 亞特生醫有限公司 02-85222506  02-85222507 新北市三重區中寮街 99 號

P91 亞維斯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03-3350922 X 桃園市桃園區民富二街 62
號 4 樓

【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92 京達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7-9511888 07-7131247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 288

號

P93 延壽衛生材料行 02-29777107 02-29773681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 41 巷
7 號 2 樓

P93 泓品貿易有限公司 02-27780500 02-2778307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09 號 5 樓之 1

P94 明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27697700 02-37651659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88 號 11 樓之 10

P96 明基口腔醫材股份有限公
司 02-26583588 02-26589788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52 號

7 樓

P98 明瀚生技有限公司 02-29869898 02-29869292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 93
號 2 樓

P99 金尼可國際有限公司 02-27114065 02-27219965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 23 號
9 樓

P100 松江實業有限公司 02-25618191 02-25418008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2 巷
33 號

P101 長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4-7119900 04-7122355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2
號 1 樓

P103 信輝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02-89956553 02-89956552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
7 號 15 樓之 5  

P103 冠京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6479077 02-26472883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239 號 10 樓之 6

P107 南科管理局 07-6955298 X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五路 88
號 3 樓

P111 皇雅生醫科技有限公司 02-87860081 02-25177263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412 號 8 樓

P111 英特崴股份有限公司 09651112110 05-2723906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新正五
街 93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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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112 帝盟國際有限公司 02-27731038 02-27731037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2 號 2 樓  

P114 美商登士柏西諾德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9557000 02-29557005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1 段

216 號 12 樓

P120
英商葛蘭素史克消費保健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GSK)

02-23818866 02-23120703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66 號 24 樓

P124 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958 02-37892632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1 號
14 樓 G 樓

P125 日商永井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分公司 02-25455885 02-25456149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78

號 8 樓之 4

P126 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6955369 07-6955379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一路 12
號（南科高雄園區）

P127 香港商豐達牙材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02-27185069 02-87127981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81

號 12 樓之 2

P129 展磐實業有限公司 02-27517599 02-2751552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85 號 6 樓

P130 宸皓企業有限公司 02-22390313 02-22306304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 117
巷 51 號 1 樓

P131 祐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02-22186777 02-2218085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497 巷
2 號 7 樓

P131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6558080 02-26557878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之 1
號 5 樓之 1

P132 祐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2261136 02-8226113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8 樓之 4

P133 偉成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02-29991771 02-29997702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2 段
252 號 10 樓

P134 偉登興業有限公司 02-27885088 02-27885093 台北市南港區松河街 384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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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112 帝盟國際有限公司 02-27731038 02-27731037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2 號 2 樓  

P114 美商登士柏西諾德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9557000 02-29557005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1 段

216 號 12 樓

P120
英商葛蘭素史克消費保健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GSK)

02-23818866 02-23120703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66 號 24 樓

P124 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958 02-37892632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1 號
14 樓 G 樓

P125 日商永井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分公司 02-25455885 02-25456149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78

號 8 樓之 4

P126 鴻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6955369 07-6955379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一路 12
號（南科高雄園區）

P127 香港商豐達牙材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02-27185069 02-87127981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81

號 12 樓之 2

P129 展磐實業有限公司 02-27517599 02-2751552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85 號 6 樓

P130 宸皓企業有限公司 02-22390313 02-22306304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 117
巷 51 號 1 樓

P131 祐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02-22186777 02-2218085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497 巷
2 號 7 樓

P131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6558080 02-26557878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之 1
號 5 樓之 1

P132 祐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2261136 02-8226113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6 號
8 樓之 4

P133 偉成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02-29991771 02-29997702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2 段
252 號 10 樓

P134 偉登興業有限公司 02-27885088 02-27885093 台北市南港區松河街 384 號 
6 樓

【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137 御品傑科技公司有限公司 02-26546005 02-265402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768 巷 1 弄 20 號 B1

P137 第一醫材國際有限公司 02-28116833 02-28116830 台北市士林區環河北路三段
123 號

P138 翊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548223 02-22599576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16 樓之 1

P141 荷茂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2-29993869 02-29993647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70

號 6 樓

P146 傑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124155 02-85124156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111-8
號 13 樓

P147 傑勝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02-29787585 02-29787537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 84
號 12 樓

P148 博而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6000 02-27935569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5 巷 39 號 4 樓

P150 博泰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 02-87511578 02-26271336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62 號

5 樓

P153 崴仕企業有限公司 02-29997778  02-29999895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1
巷 26 號 7 樓

P156 普一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0602 02-2218033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50 巷
3 號 5 樓

P156 進軒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02-77060677 02-2742223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225 號 5 樓

P157 登美有限公司 02-23635044 02-23629611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 段
4 號 14 樓

P158 湧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788315 02-27780701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 1 段
2 號 5 樓之 1

P160 雅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2-29571828 02-29571887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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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161 新島貿易有限公司 02-27040904 02-27083425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233 號 7 樓之 2

P162 新祐貿易有限公司 03-3464994 03-346-9895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十五街
166 號

P162 圖靈股份有限公司 03-3181820 X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 146 號
11 樓之 3

P163 萬國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4-7620099 02-89916333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 113 號
5 樓

P163 遠東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4-7620099 04-7628877 彰化縣彰化市崙美路 153 號  

P164 資生國際有限公司 04-24612266 04-24630475 台中市西屯區安林路 23-16
號

P165 鈺將興業有限公司 02-22215020 02-32347571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 148 巷
17 號

P166 嘉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5-2605858 05-2685858 嘉義縣水上鄉十一指厝 144
號

P168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 李施
德霖 ) 02-27379803 02-27386103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19 號 5 樓

P169 德科維聯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29957600 02-29952726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83

巷 6 號 1 樓

P169 德瑞士國際有限公司 02-86673807 02-22180433 新北市新店區 20 張路 139
號 6 樓

P170 德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2121 02-22992888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六
路 9 號

P171 德實科技有限公司 02-25785932 02-25785806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3 段
232 號 10 樓

P171 憶生堂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28080158 02-2808299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9 號 2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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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擬依單位名稱筆劃排序，惟部分因編輯需求，略作調動。】

頁數 廠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P172 歐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733284 02-27110048 台北市復興北路 1 號 12 樓
之 1

P173 翰昇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02-27527500 02-27525100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07 號 10 樓

P173 競鋒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02-24322020 02-24317120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132
巷 2 弄 2 號 1 樓  

P174 總達成貿易有限公司 02-25782798 02-2577525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50 號 4 樓之 2

P175 聯合牙材股份有限公司 02-25776630 02-25778830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2
號 7 樓

P180 韓商瑞麗醫療器材股份有
限公司 02-22502238 02-22502269 新北市板橋區大同街 43 號

9 樓

P182 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
(Oral-B) 04-22426999 04-22422032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360 號

15 樓

P185 資博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02-27198809 02-27198869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

號 8 樓之 2

P186 亞鼎企業有限公司 02-23965586 02-23962988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132 之
1 號 1 樓

 玉山銀行 02-27151313 02-8718613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17 號 14 樓

 新雅貿易有限公司 02-23918481 02-23216986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47 巷 2 弄 2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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